九龍旺角道 33 號凱途發展大廈 17 樓
17/F, Bright Way Tower, 33 Mongkok Road,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852) 2770 3918 傳真：(852) 2770 5442
網址：www.hkfew.org.hk 電郵：hkfew@hkfew.org.hk

支援教師發展活動系列 (2017-18 年度)
到校專題講座
尊敬的校長：
為了促進教師同工的身心健康和專業發展，本會去年推出免費到校講座，獲得廣泛好評，今年
本會繼續向教聯基金爭取資源，最終成功獲得資助，繼續推動免費到校專題講座。講座包括專業支
援主題及特色主題，支援學校的工作及照顧教師的需要。有關講座詳情如下：

主題一 (首次和再次申請均免費；講座為兩小時)
主題
1. [新] 多元電子資源，提升學與教效能 （適合中小學申請）

講者
香港教育城代表

2. [新]「閱讀藝術」專題講座 （適合幼稚園申請）
3. [新]「KG STEM + 課程與教學」專題講座 （適合幼稚園申
亞太藝術創意教育交流協會

請）
4. [新]「小學 STEM + 課程與教學」專題講座 （適合小學申
請）
5. 簡介資優基本概念及分析資優學生公開試通識科的表現講座
（適合中學申請）

馮子豪博士
(香港資優教育學苑)

6. 電子學習（網上教育平台）工作坊（適合中小學申請）

麥煒堯先生

7. 教師投資理財工作坊

吳啟銘先生

8. 中外近代史、民主與人權
9. 中國的經濟與科技發展、外交及全球戰略

溫霈國校長

主題一備註：
1. 參與人數：幼稚園優先考慮參與人數在 20 人或以上的學校。中、小、特殊學校優先考
慮參與人數在 30 人或以上的學校。
2. 講座介紹資料請見附件一。

主題二 (首次申請免費。之後每年度再次申請由教聯基金資助 $1,000/場；講座為兩小時)
主題

講者

1.

[新] 躲避盤體驗工作坊 (上限 60 人)

香港躲避盤總會

2.

[新] 輕排球運動工作坊 (上限 60 人)

香港輕 (氣) 排球總會

3.

[新] 植物盆栽及扭氣球工作坊

Ed Wai 註冊植物治療師

4.

[新] 實用自衛防身術工作坊 (上限 30 人)

5.

[新] 五常痛工作坊 (肩、頸、腰、臀、膝) (40 人以上，價錢
另議)

6.

強腰健頸易筋經工作坊

7.

五行太極工作坊

8.

中醫聲線護理與穴位保健

9.

物理治療貼布 (運動貼布) 工作坊

白黃健師傅
香港伸展運動學會
林文輝師傅

10. 筋腱、肌肉及關節健康講座

黃楚峯註冊中醫師
專業導師
註冊物理治療師

11. 排解校園紛爭 — 調解談判技巧專題講座

資深調解員

12. 教師必備法律常識（適合中小學申請）

英汝興校長

13. 少林武學八段錦工作坊

廖偉雄師傅

14. 訓導、輔導及學校危機處理 （適合中小學申請）
溫霈國校長

15. 如何提升學校整體學業成績 ? （適合中學申請）
16. 學生面試訓練（適合中學申請）
主題二備註：

1. 參與人數：幼稚園優先考慮參與人數在 20 人或以上的學校。中、小、特殊學校優先考
慮參與人數在 50 人或以上的學校。
2. 同一年度申請兩場或以上，第二場開始為 $2,000/場。
3. 講座介紹資料請見附件二。查詢是否再次申請，請向本會查詢。
4. 再次申請費用請以支票形式提交，支票抬頭請寫「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有限公司」。
主題三 (全費講座)
1. 參與人數不限。
2. 費用為 $1500-2000/小時。實際價錢按題目而定。
3. 有 41 個講座題目供學校選擇 。詳情請參閱附件三。
如 貴校有意申請上述專題講座，煩請填妥附頁申請表，於 2018 年 5 月 31 日前以電郵 (電郵
地址：school@hkfew.org.hk) 或傳真（傳真號碼：2770 5442）交回本會。本會在收到申請表
後，將盡快安排專人致電

貴校進行確認及落實安排。查詢請致電 2963 5189 聯絡麥先生

(WhatsApp: 5392 7419) 或 2963 5186 嚴先生 (WhatsApp: 5392 7467) 。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 謹啟
2018 年 1 月 11 日

備註：
1. 歡迎中學、小學、幼稚園及特殊學校參加。
2. 如有需要，每位參加者可獲發專業進修時數證書。
3. 專題講座日期：2017 年 9 月 1 日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
4. 講座日期及時間由學校提供，經本會落實。本會保留活動的最終決定權。

教聯會到校專題講座申請表 (2017-18 年度)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類別：口中學
地

口小學

口幼稚園

口特殊學校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

址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老師姓名：_______________ 職銜（如有）：____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口 主題一講座申請（講座為兩小時，請在適當的地方加上 ✓號）：

手提：____________________

(預計參與老師及教職員人數：______ 人)

主題

首選

次選

1.

[新] 多元電子資源，提升學與教效能（適合中小學申請）

口

口

2.

[新]「閱讀藝術」專題講座 （適合幼稚園申請）

口

口

3.

[新]「KG STEM + 課程與教學」專題講座 （適合幼稚園申請）

口

口

4.

[新]「小學 STEM + 課程與教學」專題講座 （適合小學申請）

口

口

5.

簡介資優基本概念及分析資優學生公開試通識科的表現講座（適合中學申請）

口

口

6.

電子學習 (網上教育平台) 工作坊（適合中小學申請）

口

口

7.

教師投資理財工作坊

口

口

8.

中外近代史、民主與人權

口

口

9.

中國的經濟與科技發展、外交及全球戰略

口

口

首選講座日期及時間：
次選講座日期及時間：

口 主題二講座申請

201 ________年 ________ 月 ________ 日（星期

）

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 ________年 ________ 月 ________ 日（星期

）

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

（講座為兩小時，請在適當的地方加上 ✓號）

：

(預計參與老師及教職員人數：______ 人)
首選

次選

1.

[新] 躲避盤體驗工作坊 (上限 60 人)

主題

口

口

2.

[新] 輕排球運動工作坊 (上限 60 人)

口

口

3.

[新] 植物盆栽及扭氣球工作坊

口

口

4.

[新] 實用自衛防身術工作坊 (上限 30 人)

口

口

5.

[新] 五常痛工作坊 (肩、頸、腰、臀、膝) (40 人以上，價錢另議)

口

口

6.

強腰健頸易筋經工作坊

口

口

7.

五行太極工作坊

口

口

8.

中醫聲線護理與穴位保健

口

口

9.

物理治療貼布 (運動貼布) 工作坊

口

口

10. 筋腱、肌肉及關節健康講座

口

口

11. 排解校園紛爭—調解談判技巧專題講座

口

口

12. 教師必備法律常識

口 範疇 1：教師權益 / 職業保障 口 範疇 2：安全防範

口

口

13. 少林武學八段錦工作坊

口

口

14. 訓導、輔導及學校危機處理（適合中小學申請）

口

口

15. 如何提升學校整體學業成績 ? （適合中學申請）

口

口

口

口

16. 學生面試訓練（適合中學申請）
首選講座日期及時間：

201 ________年 ________ 月 ________ 日（星期

）

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

次選講座日期及時間：

201 ________年 ________ 月 ________ 日（星期

）

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

口 主題三講座申請
講座題目：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講者：_________________

講座日期及時間：

201 ________年 ________ 月 ________ 日（星期

）

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一：主題一專題講座資料
(首次和再次申請均免費；講座為兩小時)

多元電子資源，提升學與教效能
內容：
1. 介紹教城提供的優質電子資源及平台，以協助學校推行
- 電子評估
- 廣泛閱讀
- 遊戲化學習
- 翻轉教室等
2. 支援教師專業發展的資源
備註：
1. 需使用學校電腦室作培訓。
導師介紹：
香港教育城（教城） 的一站式專業教育網站(www.hkedcity.net) ，結合資
訊、資源、互動社群與網上學習平台及工具於一身。支援學校和教師就教學資源及資
訊的互動交流，建立專業教學社群。提倡學生善用電子學習資源，擁抱以學生為本的
自主學習模式。
「閱讀藝術」專題講座
內容：
「從閱讀中學習」，是香港課程改革成效最好的一項。在過去幾次「學生能力國
際評估計劃」(PISA)，香港在閱讀學習表現優於世界先進國家和地區。從促進學生創
意和想像表現的角度衡量，提倡多元閱讀可以擴充孩子學習經驗、培養觀察能力；和
幼兒一同欣賞圖畫書豐富生動的視覺圖像，與及活潑有趣的劇情發展，更可以啟發孩
子想像力與審美感知。在面對人工智能世代，這方面發展對個人成長更為重要。但觀
察所得，香港和其他華人地區的學校閱讀推廣活動，大多由中、英文科組織，閱讀範
圍比較集中語文學習範疇；而各種社會層面的中、小學閱讀書目推介，也多偏向故
事、小說及文化類。
導師介紹：
亞太藝術創意教育交流協會 深信藝術創意教育對個人成長及社會文化發展有
積極貢獻。目前全球教育改革的其中一項取向，強調重新加強藝術創意教育在學生學
習經歷的比重和多元性。我們認同增加各個地區藝術創意教育專業人員及學生的相互
交流，有助各個藝術、創意、教育（ACE 統合）相關領域人員教學經驗的分享，與及學
生藝術與創意素養的優化，從而提升學習成效和創意表現。
「KG STEM + 課程與教學」專題講座
內容：
1. 「學前教育課程指引」的數理學習和藝術創意教育元素
2. S.T.E.M.、STEM、STEAM、STEM+的差異
3. 學前教育推動 STEM+教育的優勢
4. STEM+校本課程規劃模式

導師介紹：
亞太藝術創意教育交流協會

同上

「小學STEM + 課程與教學」專題講座
內容：
1. S.T.E.M.、STEM、STEAM、STEM+ 的差異
2. 千禧課改在推動 STEM+ 教育的優勢
3. STEM+校本課程規劃模式
4. 教育諮詢、交流
導師介紹：
亞太藝術創意教育交流協會

同上

簡介資優基本概念及分析資優學生公開試通識科的表現講座
內容：
1. 資優基本概念
2. 香港的資優教育政策
3. 詳細分析個別學員於公開試通識科的表現
4. 比較高級別﹙第 5 級或以上﹚及中級別﹙第 3 或 4 級﹚學員在各種技巧表
現的主要差異
5. 以部份學員考試作答內容為例子加以說明
導師介紹：
馮子豪博士 為香港資優教育學苑研究部總監。馮博士從事數據分析工作約二
十年。他曾在香港考試及評核局擔任研究經理有九年，主要職責是發展通識教育評估
框架。此外，他在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曾任高級講師，教授副學士學位課程約有六
年。
電子學習（網上教育平台）工作坊
內容：
介紹以下平台的使用方法：
Edmodo主要功能：測驗、投票、發放功課、分組、加入影片、文件、報告
Kahoot!主要功能：製作課堂測驗遊戲
Socrative主要功能 ：製作測驗評估
EDpuzzle主要功能：製作影片、編輯影片、報告
PowToon主要功能：製作影片、製作動畫、製作投影片
Prezi主要功能：製作簡報
備註：
1. 以上所有平台基礎版均可免費使用。
2. 需使用學校電腦室作培訓。
導師介紹：
麥煒堯先生 曾於香港特別行政區政府的全資擁有公司香港教育城 (Hong Kong
Education City) 及前香港中文大學全資公司香港學校網絡 (Hong Kong School Net)

工作，熟悉電子教育運作。以往曾於名大、中、小學舉辦超過 40 場講座及工作坊。現
為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的聯絡總監。
教師投資理財工作坊
內容：
1. 投資理財概念
2. 穩健管理資產
3. 如何處理退休金？
4. 如何自己製造長糧給自己？
5. 如何精明地選擇投資理財策略？
導師介紹：
吳啟銘先生
吳先生為證監會持牌人士，金融理財經驗豐富。業務遍布中港兩
地，精於分析中港兩地金融巿場。
中外近代史、民主與人權
內容：
要了解現在的中國情況，必須先了解中國及外國近代歷史及一些現代的數據。究
竟中外近代史應如何分析、解讀？近代史、民主與人權又有什麼關係？
導師介紹：
溫霈國校長 溫霈國校長在香港大學獲得理學士學位及教育碩士學位，在教育
界工作三十多年。溫校長曾空降三所學校當校長 20 年：出任一所英文中學校長 11
年、一所中文中學校長 6 年及一所直資「一條龍」中小學校長五年。溫校長曾在一所
官立小學出任校董 9 年，並曾在師訓及師資委員會工作，有份參與教育局的新入職教
師培訓及新校長認證架構的建立。溫校長也曾在當副校長時，參與過一所新辦中學的
建設與發展工作。
溫校長在三所學校任職 20 年校長期間，培養了十多位校長及副校長，更培養了許多學
校中層管理人員。除了培訓教育人員外，溫校長也親自培訓學生及學生領袖，如帶領
學生參與境外服務，為學生作大學、獎學金或傑出學生面試培訓，為學生領袖辦講座
培訓等。
溫校長培訓師生，都不假外求，全都是自行做講義及簡報，內容以實戰為主，有大量
動人或震撼的事實、例子、數據、條文，並附以一些點睛式的理論，成果很好。故溫
校長工作過的三所學校的學業成績，在三、四年內已突飛猛進。此外，這三所學校在
訓育、輔導、德育、活動、服務、對外比賽等，都有跨越式的進步，學生都能有較為
全面的發展，溫校長亦因此廣受家長歡迎。
中國的經濟與科技發展、外交及全球戰略
內容：
近年中國的經濟發展一日千里。自改革開放後，在過去三十年中國 GDP 年均增
長率近 10%，是經濟增長速度最快的國家之一。當中，生物技術、航太技術、信息技
術、雷射技術、自動化技術、能源技術等科技發展迅速。為什麼中國的經濟與科技發
展成效那麼顯著？這樣如何影響中國的外交？中國的全球戰略又是如何部署？

導師介紹：
溫霈國校長

見上文

附件二：主題二專題講座資料
(首次申請免費。之後每年度再次申請由教聯基金資助 $1,000/場；講座為兩小時)

躲避盤體驗工作坊
內容：
「躲避盤 Dodgebee」由軟身飛盤與閃避球混合而成的新與運動。容易上手，而
且參加者之間的體格差距不會影響很大，而且節奏明快。本工作坊將透過簡單教學及
比賽體驗，讓參加者享受躲避盤運動的樂趣，體驗工作坊重點：
1. 學習基本傳盤技巧
2. 學習基本接盤技巧
3. 體驗半場攻防戰
4. 體驗全場比賽
5. 禮儀及團隊精神
導師介紹：
香港躲避盤總會
是日本、台灣、澳門及中國唯一認可之香港躲避盤教練及技
術培訓機構。本會之導師致力推廣普及躲避盤運動，希望以躲避盤運動的訓練，培育
參加者的自信心、意志力、團隊精神，並提昇其體能質素。該會宗旨：1. 以躲避盤運
動訓練，培育青少年的自信心、意志力、團隊精神，並提昇其體能質素 2. 推動本土
的比賽事務，並培育精英運動員參與國際賽事 3. 發展教練及裁判服務，提昇比賽及
訓練質素 4. 向社區宣傳躲避盤運動，吸納不同階層人士，培養運動習慣

註：躲避盤體驗工作坊以 60 人為限。30 或以下人參加，需使用學校的籃球場；31-60
參加，需使用學校的籃球場及禮堂。
輕排球運動工作坊
內容：
1. 輕排球簡介及歷史
2. 輕排球技術練習 (攔網､墊球､發球､上手傳球､扣球)
3. 輕排球創新動作介紹 (捧球, 撈球, 單手托球, 擋搬墊)
4. 輕排球規則
5. 介紹比賽流程及禮儀
6. 安排同樂活動，讓同工即場體驗輕排球運動的樂趣
導師介紹：
香港輕 (氣) 排球總會
是推廣和發展輕排球運動，藉著這項運動使參與者享
有健康快樂的人生。抱著致力把輕排球帶進全港的大專院校、中學、小學、以至各社
區，使之成為普及運動。願景把這項運動推廣和發展到世界其他國家，目前亞洲排球
聯 會 (Asian Volleyball Confederation ) 和 國 際 排 球 聯 會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e de Volleyball ) 正對輕排球進行考察，希望將來輕排球能成為世
界性的普及運動。除了發展和推廣外，球會亦希望透過輕排球活動，向社會帶出健康

生活模式的重要；球會參與了有關長者健康的研究工作，藉此提升參加者的體適能和
增加對健康的知識，最重要是讓參加者養成恆常運動的健康生活模式。

註：輕排球運動工作坊以 60 人為限。場地以禮堂為佳，或可於雨天操場､排球場進
行。

植物盆栽及扭氣球工作坊
內容：
香港老師的壓力日增。本講座期望透過植物盆栽及氣球工作坊去舒緩老師平日
工作壓力上的負面情緒。植物盆栽是一個長遠的計劃，可以透過工作坊互相認識。老
師合作團隊精神透過工作坊大家合力製造出一個完整的植物擺設。扭氣球工作坊可以
讓老師製造一些小型擺設和大型佈置的機會，產生獨立的思考。
導師介紹：
Ed Wai 註冊植物治療師，早年外國回流一直致力發展香港的植物治療課程。
期望透過植物和氣球工作坊去舒緩香港老師工作上的壓力。
實用自衛防身術工作坊
內容：
在校園中，老師有可能會面對一些突發，不能預期的暴力場面，例如學生之間
的肢體衝突。此工作坊旨在教導老師一些簡單有效的自衛防身術，在短時間內有效控
制場面及保護自己，減少傷害。
導師介紹：
白黃健師傅 為香港林派糸東流空手道拳正會會長，於 2014 年取得黑帶四段資
格，2011 年取得組手裁判資格，空手道香港代表隊前成員，曾於全港空手道錦標賽取
得優秀成績。現為香港警察空手道會教練、香港珠海學院空手道隊教練、深圳清華大
學研究生院客席空手道導師。
註：上限 30 人。需使用學校禮堂。學校需提供體育課時所用的軟毯 4 張。
五常痛工作坊
內容：
教師課務重，工作時更需要長期站立，容易形成頑固痛症，而肩、頸、腰、
臀、膝等痛楚則最普遍。本工作坊將講述五常痛的成因，並介紹舒緩方法及肌肉伸展
動作。重點:
1. 深層肌肉伸展有效刺激迷走神經，有助改善情緒恢復，改善睡眠質素。
2. 全幅度中强度伸展有利血液循環，肌肉代謝回復正常，減少缺氧問題。
3. 針對性部位的伸展動作，有效改變過緊的筋肌，恢復關節穩定性，減少關節痛症。
導師介紹：
香港伸展運動學會 是一所推動伸展運動生活、訓練伸展導師及伸展治療師的
非牟利機構。自從 2003 年沙士後，人人紛紛對健康的認知、健康的方式及健康的行為
作出不同程度的追求。香港伸展運動學會是在沙士之後為渴求健康的大眾人士而創立

的，希望透過伸展運動而帶來健康身體。 學會宗旨： 一. 透過伸展運動將工作壓力
過大的人們帶回健康生活；二. 訓練更多元化的健康工作者推動健康界事業。

註：40 人以上，價錢另議。需使用學校禮堂。學校需提供體育課時所用的軟毯 4 張。

強腰健頸易筋經工作坊
內容：
易筋經是少林寺入門基本功，按人體筋脈以內氣伸展，達至強壯五臟六腑、氣
血和暢，收到筋長一寸，命長十年的健身效果。本工作坊精選其中四式，針對城市人
多用電腦及手機，常見肩頸痠痛，腰背疆硬的疾病而編制教授。此功法由少林寺武僧
釋行者大師南下推廣傳授，功法純正，健身療效顯著。
導師介紹：
林文輝師傅 是世界太極拳王王西安的入室弟子，已有四十年教授太極拳的經
驗。他應黃大仙區健康安全城巿邀請，按中醫五行學說、依人體五臟六腑、氣血及天
地人五行相生相克的概念,編制了一套 五行太極，有促進健康和技擊作用,適合任何年
齡和體質的人士練習。2015 年至 2016 年間，林文輝師傅曾在教育局香港教師中心開辦
了四個課程教授超過 150 名在職教師學習五行太極。
五行太極工作坊
內容：
通過五行太極四式的練習，瞭解中國文化及太極拳的關係，達致強身健體及舒
緩壓力的功效。
導師介紹：
林文輝師傅 見上文
中醫聲線護理與穴位保健
內容：
1.中醫學簡介
2.中醫聲線護理與治療
3.常用保健穴位介紹
4.現場操作（穴位定位及艾灸示範）
導師介紹：
黃楚峯註冊中醫師 香港教育工作者聯會 醫事顧問（中醫），現任職於香港大
學聲線研究所，香港名望堂國醫館。天津中醫藥大學 中醫學學士
物理治療貼布 (運動貼布) 工作坊
內容：
1. 物理治療貼布的基本原理、物料、特性等
2. 施貼的準備和技巧
3. 示範常見痛症的施貼方法
4. 用途：除適用於運動愛好者外，亦適合一般有常見痛症的同工
導師介紹：專業導師指導及即場示範

筋腱、肌肉及關節健康講座
內容：
1. 常見問題及症狀、成因
2. 預防及舒緩教師職業勞損的方法
導師介紹： 註冊物理治療師
排解校園紛爭--調解談判技巧專題講座
內容：
透過對調解談判概念的認識及基本技巧分享, 使校內教職員能掌握當出現衝
突糾紛時的應對和處理方法和技巧。重點如下：
1. 調解及談判的基本概念
2. 什麼是調解
3. 校園調解的特點
4. 簡易分辨校園衝突的種類
5. 如何選擇談判方式
6. 校園調解技巧分享
導師介紹： 資深調解員 調解及談判人員發展協會(MNDA)
教師必備法律常識
內容：
1. 教師權益/職業保障包括：僱傭條例、合約條款、強積金、保險、假期及終止合
約或解僱
2. 安全防範包括：職業安全及健康條例、學校安全措施、學生意外事件處理、責任
保險
導師介紹：
英汝興校長 先後任教私立和津貼中學、英文和中文學校、文法和職業先修中
學。1980 年出任校長至 2008 年退休。英校長積極服務社會，曾出任屯門區議會議員
(14 年)、屯門區中學校長會主席(6 年)、服務香港津貼中學議會(16 年)、香港學界體
育聯會(26 年)、教育局公益少年團(24 年，獲金、銀、銅服務獎章)等。退休後仍活躍
於教育界，服務多個教育機構，如香港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副會長、香港教育工作
者聯會義務會務顧問等。於 1998 年獲特區政府頒發行政長官社區服務獎狀，並於 2005
年獲頒榮譽勳章 MH。
少林武學八段錦工作坊
內容：
1. 基礎少林功夫及少林傳統熱身操
2. 少林養生氣功
3. 日常經絡保健推拿法
4. 功效：強身健體，舒緩壓力
導師介紹：
廖偉雄師傅 23 年武術教學經驗。香港少林武術協進會主席、2003 年開始跟隨
少林寺釋廷弘師傅學習少林文化及武術、曾於少林寺羅漢院及達摩院修煉、香港教練

培訓計劃一級教練員。職業訓練局青年學院體育系武術課講師，香港教師中心指定活
動特約導師。
訓導、輔導及學校危機處理
內容：
以大量例子、數據及條文來說明訓育輔導工作有什麼重要原則、技巧、指引、
規則及法例。學校應如何建立訓輔制度以避免部門/師生/老師/家長間的衝突？面見家
長及學生有什麼內容及技巧？處理學校危機時要如何面對各持份者及傳媒？
導師介紹：
溫霈國校長 見上文
如何提升學校整體學業成績 ?
內容：
介紹如何透過課程設計、家課政策、測考政策、語言政策、學務/訓育/輔導/活
動的互相配合、跟進制度、非教學人員支援等措施，以急速提升學校的整體成績。
導師介紹：
溫霈國校長 見上文
學生面試訓練
內容：
以大量實戰例子介紹學生面試（大學入學、獎學金、傑出學生選舉、求職等面
試）要準備的各類題目內容、思辨層次及面試技巧。
導師介紹：
溫霈國校長 見上文

附件三：主題三專題講座資料
(全費講座，費用為 $1500-2000/小時。實際價錢按題目而定。)

編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題目
破解迷思，穩步起動─普教
中的思路、操作與校本考量
朗誦技巧分享
香港與內地教育教學的比較
研究
針對自閉症兒童的教學策略
資優教育
可持續發展教育
藝術治療應用於情緒問題之
處理方法
課堂管理
課室管理
激勵學生向學的竅門
課室管理實戰篇
學習動機
現代中國
中國的高鐵和鐵路的故事
新中國的建立和發展
國家發展與民族復興
通識教學工作坊
外評機制與學校發展
心理質素與教學效能
團隊建立
少林武學養生篇──身體當
自強
善用創意科技教材，啟發融
合學生潛能
合作學習
健康校園
源全 5S 簡介
自閉症兒童的教育與支援
自閉症青少年的教育與支援
聾人雙語共融教育
香港少數族裔學生的中文教
育
特殊教育入門
學習評估和測試
課堂提問
照顧學習差異
任務為本語文教學

講者
康一橋 (一橋工作室顧問公司總監)
黃襯歡 (學校朗誦節評判)
詹華軍 (香港創新教育學會主席)
陳靖逸 (保良局余李慕芬紀念學校教師)
馮瑞龍 (香港浸會大學副教授)
英汝興 (香港聯合國教科文組織協會副會長)
藍建文 (香港大學行動健康教研中心榮譽臨床顧問)
何世昌
黃鳳意
葉勁柏
羅仲光
惲福龍
詹華軍
何景安
何景安
胡少偉
李偉雄
胡少偉
簡加言
惲福龍

(東華三院馬振玉紀念中學校長)
(香港中學語文教育研究會會長)
(博愛醫院鄧佩瓊紀念中學旅遊與款待科主任)
(大埔官立中學教師)
(佛教筏可紀念中學校長)
(香港創新教育學會主席)
(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聯誼會副會長)
(香港高齡教育工作者聯誼會副會長)
(香港教育學院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系助理教授)
(香港中史教師會會長、香港通識教育會副會長)
(香港教育學院國際教育與終身學習系助理教授)
(香港班級經營學會會長)
(佛教筏可紀念中學校長)

廖偉雄 (大中華少林武學首席活動導師)
黃耀坤 (中華基督教會譚李麗芬紀念中學教師)
歐惠珊 (漢華中學(小學部)副校長)
楊敏玲 (國際體重管理學會理事長)
譚淑玲 (源全學會會長)

杜昇如 (教育學博士 Ed.D(特殊教育專業))

許守仁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中文研究中心主席)

30

33
34

壓力處理
啟發幼兒創意思維，提昇藝
術創意表現(家長日適用)
透過課程及教學設計，促進
學生創意表現
中國水資源與水環境
有效的提問技巧

35

有效的提問技巧

36

健康甜品
藝術治療在學校輔導工作的
應用
香薰肩頸按摩工作坊
大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系列
(1) 鋸琴
(2) 樹葉吹奏
(3) 全胡(二胡的進階)
(4) 中國繩結
(5) 剪紙
(6) 麵塑
學校副校長及中層管理人員
培訓
學校學生領袖培訓

31
32

37
38

39

40
41

張小燕 (香港浸會大學教授)
林桂光 (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創會會長)
李焯芬 (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院長)
陳瑞良 (佛教黃焯菴小學校長)
陳宇鏲 (香港浸會大學附屬學校王錦輝中小學中文科主
任)
Rain Yeung (糖尿天使)
藍建文 (香港大學行動健康教研中心榮譽臨床顧問)
林家儀 (國際認可 IFPA 註冊香薰治療師)

陸永盛 (大中華非物質文化遺產傳藝術會會長；由陸會
長安排專家進行講座)

溫霈國 (於教育界工作三十多年，曾於三所學校當校長
20 年。詳細介紹見上文)

